
广东、北京、江苏领跑

我国已形成多个创新集聚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沈 慧

创新周刊14 2019年11月5日 星期二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19》指出，广东、江苏等东部沿海省份及北京、上海

等特大型城市是创新能力领先地区；重庆、陕西等西部地区追赶势头迅猛，创新步伐不

断加快；东北三省转型发展压力依然较大。创新水平的差距导致区域协同创新难度较

大，为此，各地区要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提高创新能力，从而形成更多的创新集聚区。

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闭幕

“最强大脑”

关注人类共同命运
本报记者 沈则瑾

工期从3个月缩短到35天

接触网无轨施工技术

再获突破
本报记者 王轶辰

江苏吴江探索“人才+科技+基金”项目评审机制

优质项目有了“绿色通道”
本报记者 薛海燕 喻 剑

河北景县创新科学教育内容

让科技更有趣味

近日，《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
告2019》（以下简称《报告》）发布。上
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骆大进告
诉经济日报记者，这份由中国科技发
展战略研究小组撰写的年度研究报告
为地方政府了解本地区创新能力提供
了参考。

《报告》发布了哪些区域创新发
展的“秘密”，又发现了什么问题？记
者就此采访了《报告》课题组有关
专家。

广东蝉联“三连冠”

根据《报告》，2019年广东区域创
新能力排名第一，连续 3 年居全国首
位，北京、江苏分列第二和第三位，进
入前10位的地区还有上海、浙江、山
东、重庆、湖北、天津和安徽。

“ 从 排 名 前 10 位 的 地 区 看 ，
2015年至2019年广东创新能力提升
步伐明显快于其他 9 个省市，领先优
势持续扩大，江苏、天津两地提升速度
有所放缓，重庆进步明显，北京、上海、
浙江等地区创新能力提升步伐基本持
平。”《报告》课题组组长、中国科学院
大学中国创新创业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柳卸林分析说。

广东省创新能力突出，一定程度
上得益于其对创新的高度重视与投
入。《报告》显示，2017 年广东省政府
研发投入增长超过 28.8%；每亿元研
发经费内部支出产生的发明专利申请
数和发明专利授权数分别增长89.9%
和 47.7%。一系列数据表明，广东省
在基础研究、创新载体建设、专利产出
等方面不断加大投入力度，打造了较
为完善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不仅是广东，《报告》认为总体上
看，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多个创新集
聚区：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津冀创新集
聚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创新集
聚区，以广东为中心的珠三角创新集
聚区，以成都、重庆、武汉、西安为中心
的区域性创新集聚区。

“一般来讲，创新能力领先的地区
普遍具有相对落后地区所不具备的创
新要素。”柳卸林举例说，比如北京拥
有大量科研机构和高校，具备较强的
知识创造能力；上海外资经济发达，知
识获取水平高；长三角城市群发展基
础好，具备强大的制造能力和完善的
产业体系；珠三角电子信息产业基础
雄厚，产业链齐全，产业技术创新能力
强；成渝经济带国防科技工业、装备制
造业发达，有最密集的人口和活跃的
用户群体，上述地区构建了各具特色
的区域创新体系。

“不过，创新集聚区内不同省市间
的差距较大，一体化水平普遍不高，未
来需要进一步加强科技基础设施、创
新要素、政策环境等方面的优势互
补。”柳卸林提醒。

南北差距在拉大

2019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排名揭
晓，“几家欢喜几家愁”。

根据《报告》，2019年排名上升的
地区有 7 个，其中江西和宁夏均上升
了4位，排名提升幅度明显；山西上升
了3位，转型动力强劲；贵州创新能力
稳步提高，排名上升 2 位。排名下降
的地区有9个，包括湖南、河北、广西、
青海、天津、海南、辽宁、吉林和新疆。

值得注意的是，在东北三省，辽
宁、吉林排名均下降，转型发展压力依
然较大。以辽宁为例，2019年辽宁省
创新能力排名全国第 19 位，相比
2018年下降2位。

“辽宁省是东北地区经济体量最
大的省份，也是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
拥有较好的产业发展基础、交通基础
设施及优良的地理优势。”《报告》课题
组成员、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
发展部副研究员高太山告诉记者，近
年来辽宁创新能力下滑与本地经济衰
退、国有经济占比偏高、人才流失等有
一定关系。在东北地区经济下滑的大
环境下，辽宁的发展还要经历一段“阵
痛期”，在产业结构、人才培养、科技创
新等方面，辽宁还需破除一系列体制
机制障碍，创新驱动发展任重道远。

即便是跻身“前十”的山东省，其
面临的挑战亦不容忽视。中国企业联
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企
业500强榜单中，山东省入围企业53
家，其中大多数为国有能源、重工业
企业。

“总体看，山东经济发展基础较
好，企业创新能力强，但近几年放缓趋
势明显，转型压力不断加大。”《报告》
指出，随着老龄化及人口流失的不断
加剧，山东创新驱动发展亟待解决劳
动力不足、领军人才及创新型人才匮
乏的问题，如何打造更好的创新创业
环境，留住并吸引更多人才，这是山东
转型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

从全国范围看，《报告》认为东西
地区的创新差距在缩小，但南北地区
的差距在拉大。具体来说，广东、江
苏、浙江等东部沿海省份及北京、上海
等特大型城市，依然是创新能力领先
地区；重庆、陕西、四川、贵州等西部地
区追赶势头迅猛，创新步伐在不断加
快，东西地区的差距在缩小。但南方
地区创新能力提升步伐快于北方地
区，在排名前20位地区中，南方地区
占13席。

“整体上，创新水平的‘两极化’差
距导致协同创新难度仍然较大，通过

区域协同创新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的问题仍面临挑战。”高太山表示。

企业投入待加强

《报告》课题组发现，一个地区的
研发投入水平与创新能力密切相关，
研发投入总量及来源结构是影响一个
地区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

《报告》显示，2017年全国政府研
发活动经费投入总量为 3487.44 亿
元，其中，北京、上海、四川、广东和陕
西5个地区的经费投入总和约占全国
投入总量的 56.5%，领先优势明显；
2017 年全国企业研发经费投入达到
12013亿元，其中，广东企业研发经费
投入达1865亿元，占全国的15.52%，
江 苏 紧 随 其 后 ，占 全 国 比 重 的
15.27%。

“不同的研发投入结构体现了创
新驱动来源的差异性。”柳卸林注意到
一个现象：北京、陕西、海南和西藏 4
个地区政府研发投入超过企业，其余
27 个地区企业研发投入明显高于政
府。“北京、陕西更多的是科学驱动型
或兴趣驱动型创新；江苏、广东则更多
的是技术驱动型或市场驱动型创新。”
柳卸林解释说。

柳卸林表示，研发投入结构要和
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特征
和资源禀赋优势相适应。总体而言，
我国研发经费投入结构符合创新发展
规律和国际趋势。尤其是来自政府的
资金，大多用于有较大外部性的基础
研发活动，而非直接用于企业的竞争
性产品开发。但今后政策导向应是建
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鼓励企
业加大研发投入，尤其是对一些基础
研究的重视，这对核心技术突破至关
重要，也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
议题。

日前，随着隧道内最后一个
接触网隔离开关顺利合闸，福建
厦门地铁 2 号线成功实现全线
电通。

在厦门地铁2号线项目建设
中，海沧湾公园站到邮轮中心站
区间的过海隧道工程是全国首条
过海盾构隧道，也是全线施工的
难点、电通的卡点。按照正常工
筹，轨通后的3个月内实现电通，
但过海隧道段地质复杂、工程难
点多，许多悬挂安装材料需要根
据实际安装高度测量后再定做尺
寸，生产周期至少需要 20 天，如
果等到轨通再去测量就无法保证
过海区间的材料供应和足够的安
装施工时间。

承担该工程接触网施工任务
的中铁十二局电气化公司要保质
保量完成“送电”，就要与时间赛
跑。“为此，我们果断放弃国内外
在地铁接触网施工方面都会采取
的有轨施工法，在拿到轨道调线
调坡图后第一时间实行刚性接触
网无轨施工，将施工任务提前到
轨通之前做。”中铁十二局项目负

责人张建军说。
现场施工负责人赵文广介

绍，地铁刚性接触网无轨施工的
原理在于能够模拟出轨道参数，
使施工过程中存在一个“看不见
的轨道”，从而展开地铁刚性接触
网施工。结合土建交桩点坐标，
采用无轨测量技术，确定刚性接
触网悬挂点位置。建立数学模
型，采用 Excel 函数编制接触网
悬挂点预配软件技术，编制施工
表，为现场施工提供参数。铺轨
完成以后再进行复测，确定误差
的产生因素及消除办法，及时校
正，将刚性接触网无轨施工误差
控制在最小。

张建军表示，他们采用的刚
性接触网悬挂计算技术突破了先

“轨通”后“电通”的施工工序，能
够在隧道结构完成之后就开始接
触网的施工，提高了生产效率，降
低了劳务成本，增加了企业效益。

最终，这项本需要 3 个月时
间的“送电”工期，仅仅用了35天
就完成了，保证了接触网全线送
电的施工节点。

以“科技，为了人类共同命
运”为主题的第二届世界顶尖科
学家论坛日前在上海闭幕。论
坛期间，近 70 位诺贝尔奖、图灵
奖、沃尔夫奖、拉斯克奖、菲尔兹
奖得主，10 余位中国两院院士，
与来自全球的 100 多名优秀青
年科学家一起，共同探讨科技的
可能性。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
市委书记李强表示，科技创新是
一座城市发展活力的不竭源泉。
各位世界顶尖科学家站在人类科
技最前沿，对未来科学发展的思
考深、带动强、影响大。希望以此
次论坛举办为契机，进一步促进
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大力度的
国际科技创新交流与合作。“我们
愿同世界顶尖科学家深化合作、
携手并进，全力打造科技创新活
跃增长极。”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主席罗
杰·科恩伯格说：“世界顶尖科学
家论坛有两个目的：第一是支持
全球的年轻科学家；第二是支持
基础科研的发展。我们想要看到
更多科学上的交流和互动。”他希
望充分依托这一国际科技创新交
流平台，汇聚各个层面的科创参
与者碰撞思想火花、开展协同创
新，推动更多世界顶尖科学家来
沪进行学术交流、深化科研合作、
培养青年科学家，让科技更好推
动发展、造福人类。

青年论坛有“桌布论坛”之
称，顶尖科学家与青年科学家被
分为15张圆桌，科学家们以桌布
为纸，写写画画，主题不限，自由
讨论，45分钟后每组进行各两分
钟的现场成果发表。百余位来自
海内外的青年科学家还通过海报
形式进行最新科学研究成果展
示，接受顶尖科学家现场指导。

“未来国际大科学论坛”上，
10 余位国内外战略科学家聚焦
国际科技界普遍关注、对人类社
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影响深远的研
究领域进行了深入探讨，在思想
碰撞中催生学术新思想、科学新
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

论坛闭幕仪式上发布了《科
技，为了人类共同命运——第二
届世界顶尖科学家上海倡议》。

《倡议》重申了对基础科学这个社
会的变革性源泉的关注与强调；
强调开放、合作和科技共同体的
观念仍然是支撑科学发展的决定
性基础；呼吁促进对全球青年科
学家的支持；建设一个健康的全
球性科学生态体系。

此外，上海市副市长吴清与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副主席迈克
尔·莱维特为世界顶尖科学家国
际联合实验室基地揭牌。临港新
片区管委会、临港集团、世界顶尖
科学家协会等单位和企业与世界
顶尖科学家科学社区等合作项目
进行签约。

前不久，苏州鑫信腾科技有限公
司和苏州科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在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成
功落地，年内即可投产。这要归功于
此前出台实施的《吴江经济技术开发
区“人才+科技+基金”项目落地评审
机制（试行）》为人才支撑型、科技创新
型、资本看好型的项目开辟了便捷快
速的落地通道。

以前，人才、招商、科技等各个责
任部门“各管一块”，政策碎片化，需要
逐一评审项目。现在，通过项目评审
会，可以一次性接触到多个政府部门
的代表，“一揽子”了解到项目落地所
涉及的土地申请、厂房租赁、税费减
免、科技申报、人才认定、投资申请等

政策，提前吃下“定心丸”。
这一评审机制的推出得益于吴江

开发区探索出“产业+基金+人才+项
目”链式发展模式，打通了引育高端人
才项目源到助力项目落地和成果转化
的通道。

评审机制类似于基金管理中的
“投决会”，每一次项目评审会都由 8
名评审委员组成的评审委员会署名
票决项目“通过”“有条件通过”“否
决”。除了吴江开发区相关部门各委
派 1 名委员外，评审会还会邀请投资
专家、行业专家、律师等外部委员
参加。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
任查旭东认为，随着科技日新月异发

展，尽管通过持续不断地学习可以掌
握一部分行业情况，但政府各部门的
工作人员离洞悉行业、吃透项目的专
业化要求还有一定距离，专业的项目
评审可以多设几道“防火墙”降低决策
的风险。

据悉，评审机制从产业发展方向、
项目团队或领衔人学习工作背景、基
金投资情况等角度规定了项目准入需
具备的条件。招商局、科技局、发展总
公司作为“对接部门”，在与项目前期
充分接洽、评估的基础上，将信息汇总
到开发区人才办，人才办牵头对符合
条件的优质项目每两个月组织开展一
次集中评审，特殊情况可即时召开。

通过项目评审会的优质项目，不

仅可以在人才公寓、研发厂房、标准厂
房租用等方面享受租金先缴后补的减
免优惠政策，还可以优先申请不超过
500 万元的股权投资，并在同等条件
下优先享受人才、科技等方面的优惠
政策和财政奖励政策。

吴江开发区计划用3年至5年时
间培育20家至30家具备上市条件的
企业。“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将抓住
机遇、用好红利，努力筑起改革开放
新高地。”吴江区委常委、吴江开发
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范建
龙表示，开发区将不断推动“人才+
科技+基金”项目评审机制办法落地
见效，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优选种
子育好苗。

参观者在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参观自动驾驶汽车。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河北景县努力创新科学教育的内容和形式，通过让小朋友参与各
种科学小实验和趣味制作，丰富孩子们的科学知识、提高科学素养。图
为景县华夏幼儿园里的孩子们展示自己组装好的模型。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